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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乔志报道：9月7日，恒
泰公司组织开展办公用房安全管理及隐患排
查工作。

根据上级关于开展房产安全专项检查的
要求，恒泰公司组织召开了专题会议并制定
了详细的排查工作方案，明确排查工作要做
到全面覆盖不留死角、细致排查不放过任何

一个盲点、重要部位重点查的工作要求，不留
下任何一个隐患，确保办公用房安全使用，及
时消除安全隐患。

恒泰公司强调：要全面检查办公用房及
其附属设置安全质量情况；要检查办公用房
维护保养情况；要检查办公用房防渗漏情况；
要检查办公用房防雷设施完好情况；要检查

办公区安全保卫及消防设施情况；要检查办
公设施设备及水电安全管理情况；要检查其
他危及办公用房安全管理情况等。针对排除
出的安全隐患，恒泰公司将迅速整改，同时建
立长效管理机制，完善安全工作管理制度，定
期巡查，切实履行好办公用房安全管理工作
职能。

咸宁市丰源电业有限责任公司恒泰分公司开展办公用房排查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李小勇报道：近日来，嘉
鱼县烟草专卖局积极采取多项措施，全面加
强新闻宣传报道工作，着力展示蓬勃向上的
精神风貌。

一是党管宣传，领导重视促提升。领导
班子定期听取宣传报道和政务信息工作情况
汇报，专题研究加强宣传报道工作，出台四项
实在举措，充分调动干部职工积极性，促进宣
传报道工作有效开展。

二是全员参与，建强队伍抓合力。划分
党建、业务、安全、财务、扶贫等条线，建立一

支政治强、业务精、素质高的通讯员队伍，按
人头下任务、压担子，重指导、严奖惩，合理引
导通讯员及时拿起笔杆宣传主旋律、弘扬正
能量。

三是严格审核，分级把关优质量。按照
“稿件归口、层层审核”原则，各条线明确专人
具体审核稿件内容，职能部门严格对照相关
规范审核稿件格式和语法。结合国内时事，
突出重点工作，力争写出亮点、写出特色，强
化对党报党刊和地方主要媒体稿件报送。

四是注重培训，交流学习强氛围。建立

通讯员工作群，不定期发布写作技巧、语言语
法和标点符号用法等相关专业知识，分享优
秀宣传报道和政务信息范例。强化通讯员沟
通探讨，互相学习促水平提升。开展老带新
活动，加强对新通讯员、年轻通讯员的培养帮
助。

嘉鱼烟草多措并举加强宣传工作

金叶风金叶风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本报讯 通讯员张蒙晰报道：9月3
日上午，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开展了党支部
集中学习活动，组织中心全体党员、入党
积极分子及职工代表集中观看了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5周年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和咸
宁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宣传片《任有千难
万险 坚定不移创建》，传达学习了《关于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切实培养节约习
惯的公开信》及《民法典》《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中国制度面对面》及“六大”活动学
习资料等。

不忘曾经硝烟起，心中长鸣警钟
声。通过一幕幕触目惊心的画面，感受着
革命先辈与敌人顽强斗争、甘于奉献的革
命大无畏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不断地
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也激励着中心全体
党员干部勠力同心、砥砺奋进。

通过此次学习会，中心全体党员要
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深刻认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重要
意义，推动形成“餐饮不浪费”的思想自
觉，积极营造优良风气。要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创文工作的重
要意义，将创文与日常工作统筹协调起
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作为窗口服
务单位，中心全体干部职工要时刻保持
良好的工作作风，做好文明创建的示范
人，继续鼓足干劲，加压奋进，坚决打赢
创城攻坚战。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开展党支部学习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协办
服务热线：8130231 8273649

游闲 咸宁

漫步淦河边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淦水定何许，楼外满晴岚。落霞蜚鸟无际，
新酒为谁甘。闻道居邻玉笥，下有芝田琳苑，光
景照江南……南宋诗人赵彦端曾作水调歌头·淦
水定何许这样赞美过咸宁人的母亲河淦河。

古老的淦河，历经千年，蜿蜒于崇山峻岭，逶
迤于无垠绿野，穿行在繁华的香城泉都，滋养着
城市里的居民们。

水清岸绿，鲜花漫堤，傍晚时分，河边上树木
葱葱，翠鸟时而点过水面，留下圈圈圆晕，划破水
面上树的倒影。走于淦河边上，一阵清风袭来，
绿植向我招手，河水对我微笑，一天的疲累尽消，
这是我爱来这里散步的原由。

一条淦河满载着城市的灵气。蜿蜒远行的
淦河河流60.8公里，横跨50多座桥梁。近年来，
市政府斥巨资为淦河做焕颜术，架栈桥，布彩灯，
植草皮，建公园，筑橡胶坝，栽绿化树，打造淦河
景观带，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一处港湾溢满了居民的幸福。淦河河畔我
最爱的是月亮湾。温泉又称沸潭，为楚天古八景
之一，仅月亮湾段，就有14处泉眼。温泉水自泉
眼涌出，和清澈的河水汇流，形成天然的大“汤
池”，免费提供给城区居民们养生。假山巨石搭
成的温泉池里，居民们一边泡着温泉一边欣赏着
淦河两岸的美景。

在淦河边的人形木筏道上，远处便远远传来
了居民们休闲散步时的欢笑声，静坐于淦河边，
大自然最原始的气息扑面而来，呼吸着充足的氧
离子，听着树林里传来的知鸟鸣声。

一阵微风吹过，水面波动，鱼儿成群结队地
游到水面，张大嘴呼吸着新鲜空气，偶尔也有跃
出水面的鱼儿，翻个身又重新落入水中，激起一
圈圈波纹，将河里的风景模糊了一片。

在淦河旁，处处都可见聚集在这里的垂钓爱
好者。大部分钓友将鱼杆立于水面上，便开始与
好友轻声聊起了天，也有一小部分人独自一人立
于河边，一边享受着大自然的宁静，一边等待鱼
儿上钓。

绿道随河蜿蜒，花林随心点缀，除了年轻人
爱淦河，还有许多居民扶老携幼前来淦河边欣
赏风景，散步锻炼、遛狗骑行、跑步跳舞，这里
成了居民们的动力源泉，让人忍不住在此逗留，
与他们共享快乐。

8版
专刊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朱亚平

电话：0715－8128771全域旅游2020年9月11日 星期五

E-mail:106098316＠qq.com

“十一”连休8天

咸宁这些景区等你来打卡
“十一”假期的火车票开抢后，不少游客早早便订下了来咸的旅程。在咸宁如何吃好、玩好、

住好，近日，市文旅局推出两条超实惠的高铁出游线路供君选择。

赤壁市文旅局

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聂爱阳、彭国勋报道：近日，

为确保文旅市场发展引擎不停机，赤壁市文旅局
开展了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活动。

该局主动上门服务，深入全市旅行社企业调
研走访，指导和帮助旅行社企业扩大复工复业力
度；加强旅游市场监管执法，指导文化企业、旅游
景区等抗疫落实物资供应、防疫消杀、人员核查、
隔离防护等措施，全力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旅游
者和旅游经营者合法权益。

截至目前，该局共推动全市100余家文旅企
业规范复工复产，帮助27家网吧、3家电影院联
系疾控防疫部门进行消杀，帮助体育健身、游泳
等场所开展安全救护演练，规范经营管理，提高
游客满意度和市场美誉度。

金桂飘香金桂飘香--养生泡汤之旅养生泡汤之旅
云之彼端云之彼端--三国追忆之旅三国追忆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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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北——三国赤壁古战场

从赤壁北站下车，乘坐直达赤壁
镇的巴士抵达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入
口。景区的建筑古香古色，浑然天成，
千年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

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的夜景美轮
美奂，在半明半暗的霓虹灯下，愈发显
得神秘。一眼能望见最高建筑物——
赤壁塔，在黑暗中散发出迷人的光
芒。最热闹的地方一定是三国古街，
人群喧嚣，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小贩们
贩卖着当地土特产品、三国周边玩偶
等，不容错过……

吃吃
御膳坊。地址：三国赤壁古战场

景区内；特色菜：赤壁三国宴、三鲜锅
巴、农家小炒肉；消费：45元/人；电话：
0715-5788666。

赤壁饭店。地址：赤壁市周郎大
道19号；特色菜：长江一锅鲜、农家小
炒肉、五花肉蒸藕；消费：45元/人；电
话：13713709767。

住住
赤壁驿馆。地址：三国赤壁古战

场景区内；房价：220元/晚起；电话：
0715-5788916

喜湘逢酒店。地址：赤壁市赤壁
镇同心路8号；房价：99元/晚；电话：
0715-5787888/18071874545。

文昌宾馆。地址：赤壁市赤壁镇
同心路19号；房价：78元/晚起；电话：
130361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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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赤壁古战场——九宫山
从赤壁镇醒来，前往三国赤壁古

战场。曾经烈火灼灼，如今风平浪静，
这片土地下到底掩藏着什么样的故
事？等你一一探寻。建议游玩时间为
4小时。

在景区门口乘坐前往市区的巴士
抵达城西车站，转乘2路公交车到赤壁
客运中心，购买前往通山客运中心的
车票，继续转乘通山至九宫山的车次，
我们就可以开始登上“云之彼端”的旅
程。

云雾缭绕之影，迢迢星河之光。
傍晚抵达九宫山后，衬着夕阳在云中
湖边漫步，是心之所往。九点以后就

可以前往铜鼓包仰望星空了。在星空
公园内搭起帐篷，与友人聊聊生活，当
然要注意增添保暖衣物，避免夜间受
凉。

吃吃
九宫山大饭店。地址：九宫山风

景区迎宾路2号；特色菜：万年青炒鸡
蛋、麻花锤肉汤、红烧刁子鱼；消费：50
元/人；电话：15272717377。

山里人家柴火灶。地址：九宫山
镇凤凰岭路；特色菜：腊猪脚吊锅、土
鸡吊锅、腊肉三干锅仔；消费：50元/
人；电话：15872856867。

住住
九宫山全景国际大酒店。地址：

九宫山风景区云中湖路10号；房价：
452元/晚起；电话：13476879646。

九宫山凤祥楼度假酒店。地址：
九宫山风景区凤岭路77号；房价：152
元/晚 起 ；电 话 ：18627168419/
15623497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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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宫山——返程
清晨不要错过九宫山的日出。

山上的太阳缓缓升起，拨开层层薄
雾，带走笼罩身上的寒气，一整天神

清气爽。
中午可继续在云中湖附近享用美

食，吃饱喝足后即可原路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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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北——梓山湖蜜月湾
从咸宁北站下车可直接乘坐出租

车前往梓山湖蜜盒酒店办理入住。
蜜月湾旅游度假区依湖而建，坐

享梓山湖最佳观湖位置。这是一个没
有电梯、没有外卖、没有雾霾、没有喧嚣、
没有烦恼,能带给你健康、幸福、快乐的
度假区！傍晚可以沿着梓山湖绿道骑行
散步，欣赏落日余晖和熠熠湖光。

吃吃
梓山湖喜帖街。消费：30元/人；

电话：0715-8060000。

旅宁鸡汤。地址：咸宁市咸安区
贺胜桥东站5号楼；特色菜：旅宁鸡汤、
鸡杂、荷塘三宝；消费：50元/人；电话：
0715-8872777。

住住
蜜盒酒店。地址：咸宁市咸安区

梓山湖大道1号；房价：308元/晚起；
电话：0715-8060000。

江南里中式庭院别墅。地址：咸
宁市咸安区梓山湖大道 1号；房价：
308元/晚起；电话：0715-8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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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山湖蜜月湾——月亮湾温泉度假区

乘坐15路公交车直达梓山湖蜜
月湾度假村周边的景点。在蜜月湾
玫瑰园内的教堂里憧憬爱情，那里的
玫瑰散发出沁人的芬芳，花枝摇曳待
人欣赏。

从松鼠部落、梓山湖航天科技馆
游玩出来后，中午可在蜜月湾度假村
或旅宁鸡汤用餐，用完餐后，约车前往
月亮湾温泉度假区。十月金桂飘香，
整座城市都被甜腻的桂香笼罩，路边
那些郁郁葱葱的绿色后藏匿这星星点
点的小黄花的树木，就都是桂花树。

咸宁温泉资源丰富，水质优良，是
少有的具有医疗功能的温泉，2011年
咸宁被命名为“中国温泉之城”。现有
森林温泉、田园温泉、野奢温泉等各种
度假区，每到秋冬季节，备受游客追捧。

吃吃
潜山商业步行街。地址：咸宁市

咸安区潜山路。
温泉第一街。地址：咸宁市咸安

区淦河大道120号附近。
万达广场。地址：咸宁市咸安区

长安大道188号。

住住
碧桂园凤凰温泉。地址：咸宁市

咸安区龙潭大道1号；房价：500元/
晚；电话：0715-8819888。

温泉谷度假区。地址：咸宁市咸
安区月亮湾路特1号；房价：478元/
晚；电话：0715-81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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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水洞——返程
从温泉城区乘坐6路公交车到温

泉客运中心，转乘至通山客运中心，再
乘车至隐水洞。建议游玩时间为2小
时。隐水洞附近的农庄众多，地道美
食就隐藏其中，去吃过的人都说好。

吃吃
隐水洞乡香楼。地址：咸宁市通

山县隐水洞东门向北60米；特色菜：通
山包砣、外婆煎豆腐、银鱼炒蛋；消费：
55元/人；电话：15334182216。

隐水人家。地址：咸宁市通山县
隐水洞进洞口北30米；特色菜：锅巴小

炒肉、口水鸡、水煮鱼片；消费：30元/人；
电 话 ： 0715- 2755555/
13036196581。

（本报综合）


